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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

系统，包括门扇、承载驱动机构和压紧锁闭装置，

所述承载驱动机构设置在门扇的顶部，所述压紧

锁闭装置包括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和联动气

动压紧锁闭装置，所述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设

置在车体入口两侧；所述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

包括分别设置在门扇上、下两端的上部联动压紧

锁闭装和下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本发明通过压

紧锁闭装置实现多点锁闭，防止门系统工作时产

生变形，保证列车高速运行的安全性与密封性

能；采用90度塞拉方式，且具有塞拉可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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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门扇(5)、承载驱动机构(3)和压

紧锁闭装置，所述承载驱动机构(3)设置在门扇(5)的顶部，所述压紧锁闭装置包括单点气

动压紧锁闭装置(6)和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所述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6)设置在车体

入口两侧；所述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在门扇(5)上、下两端的上部联动压紧

锁闭装置(4)和下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驱动机构

(3)包括承载导轨(13)和电动缸(12)，所述承载导轨(13)上布置多处安装架(21)与车体连

接，所述电动缸(12)通过螺栓与承载导轨(13)连接，上滑道(18)设置在承载导轨(13)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驱动机构

(3)还包括承载小车(14)，所述承载小车(14)的第一滚轮(1401)及限位轮(1402)与承载导

轨(13)的滑槽配合，挂架组件(15)安装在承载小车(14)的短导柱(1404)上并与携门架(17)

相连，携门架(17)另一端通过紧固件与门扇(5)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扇(5)包括

门板、压板和压紧挡板，所述压板设置在门板前档和后档，所述压板与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

置(6)连接，所述压紧挡板设置在门扇(5)下方，所述压紧挡板与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扇(5)还包

括第一滚轮支架(20)和第二滚轮支架(19)，第一滚轮支架(20)和第二滚轮支架(19)分别安

装在门板下部的两侧，分别与第一下导轨(8)和第二下导轨(9)配合，第一、二下导轨分别固

定在车体上，第一下导轨(8)安装在门系统入口处，第二下导轨(9)安装在门扇(5)打开方向

的侧墙处。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板由焊接框

架与内、外蒙皮铆接，内部填充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扇(5)的前

档设置隔离锁钩组件(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还包括电控

系统(1)，所述电控系统(1)固定在车体上，通过电缆线分别与承载驱动机构(3)和压紧锁闭

装置的电气开关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还包括气路

模块(2)。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锁闭装

置的动力源为电动或气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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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速动车交通领域，特别涉及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轨道交通领域的快速发展，高速列车运转速度很快，对于门系统安全性要求

更高，为满足大型箱体或物品的装卸，对高铁动车门扇的开度也有着更大的需求。当门扇开

度较大时，通常门扇的尺寸都较大，进而无法保证高速运行时门系统的安全性、气密性以及

门扇关闭时产生的变形；另外，现有列车的内藏门，无法满足较大塞拉量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大开度的高速动车组内藏

塞拉门系统，通过压紧锁闭装置对门扇进行多点锁闭，以保证门系统在动车运行过程中的

安全性。

[0004]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包括门扇、承载驱动机

构和压紧锁闭装置，所述承载驱动机构设置在门扇的顶部，所述压紧锁闭装置包括单点气

动压紧锁闭装置和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所述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设置在车体入口两

侧，对门扇前档和后档提供约束，所述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在门扇上、下两

端的上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和下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为携门架及门扇下部提供约束。

[0005] 所述承载驱动机构包括承载导轨和电动缸，所述承载导轨上布置多处安装架与车

体连接，所述电动缸通过螺栓与承载导轨连接，上滑道设置在承载导轨上，实现门系统上部

导向。

[0006] 所述承载驱动机构还包括承载小车，所述承载小车上的第一滚轮及限位轮与承载

导轨的滑槽配合，实现门系统的承载以及沿车身方向的运动；挂架组件安装在承载小车的

短导柱上并与携门架相连，带动携门架实现垂直于门扇方向的运动，携门架另一端通过紧

固件与门扇相连。

[0007] 所述门扇包括门板、压板和压紧挡板，所述压板设置在门板前档和后档，所述压板

与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连接，为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提供压紧点；所述压紧挡板设置

在门扇下方，所述压紧挡板与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连接，为门扇下部联动气动压紧锁闭

装置提供压紧点。

[0008] 所述门扇还包括第一滚轮支架和第二滚轮支架，第一滚轮支架和第二滚轮支架分

别安装在门板下部的两侧，分别与第一下导轨和第二下导轨配合，实现门扇的下部导向并

且保证门扇的平稳运行，第一、二下导轨分别固定在车体上，第一下导轨安装在门系统入口

处，第二下导轨安装在门扇打开方向的侧墙处。

[0009] 所述门板由焊接框架与内、外蒙皮铆接，内部填充材料。

[0010] 所述门扇的前档设置隔离锁钩组件，用于紧急状况下系统的隔离锁闭。

[0011] 所述塞拉门系统还包括电控系统，电控系统固定在车体上，为所述门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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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过电缆线分别与承载驱动机构和压紧锁闭装置的电气开关相连接，实现信号的传

输。

[0012] 所述塞拉门系统还包括气路模块。

[0013] 所述压紧锁闭装置的动力源为电动或气动式。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是：通过压紧锁闭装置实现多点锁

闭，防止门系统工作时产生变形，保证列车高速运行的安全性与密封性能；采用90度塞拉方

式，且具有塞拉可调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侧视图；

[0017] 图3为装置Ⅰ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4为装置Ⅰ的局部三维立体图；

[0019] 图5为装置Ⅱ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6为装置Ⅱ的局部三维立体图；

[0021] 图7为门系统压紧锁闭装置分布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和2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高速动车组内藏塞拉门系统包括门扇5、承载驱动

机构3和压紧锁闭装置，承载驱动机构3设置在门扇5的顶部，压紧锁闭装置包括单点气动压

紧锁闭装置6和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6设置在车体入口两侧；联

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包括设置在门扇5上、下两端的上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4和下部联动压

紧锁闭装置7。

[0023] 定义车体长度方向为X向，垂直于门扇5方向为Y向。如图3‑4所示，承载驱动机构3

包括承载导轨13和电动缸12，承载导轨13通过沿X向布置多处安装架21与车体连接，所述电

动缸12通过螺栓与承载导轨13连接。承载导轨13上沿X方向均匀布置五组承载小车14，其中

一个承载小车14通过传动板与电动缸12连接，承载小车包括第一滚轮1401、限位轮1402、小

车1403和短导柱1404，承载小车14上的第一滚轮1401及限位轮1402在承载导轨13对应槽内

滚动实现承载导向作用；上滑道18安装在承载导轨13上，挂架组件15上的上滑道滚轮1502

在上滑道18内运动，实现对门扇5的运动导向；挂架组件15上的滑筒组件1501通过短导柱

1404与承载小车14连接，并能在短导柱1404上沿Y方向运动；携门架17一端通过轴孔连接与

挂架组件15相连，另一端的安装板通过紧固件与门扇5固定。

[0024] 门扇5包括门板、压板和压紧挡板，所述压板设置在门板前档和后档，所述压板与

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6连接，为单点气动压紧锁闭装置6提供压紧点；所述压紧挡板设置

在门扇5下方，沿X向均匀布置五处，压紧挡板与联动气动压紧锁闭装置连接，为下部联动气

动压紧锁闭装置7提供压紧点。门板由焊接框架与内、外蒙皮铆接，内部填充材料。

[0025] 如图5‑6所示，门扇5还包括第一滚轮支架20和第二滚轮支架19，第一滚轮支架20

和第二滚轮支架19分别安装在门板下部的两侧，分别与第一下导轨8和第二下导轨9配合，

第一、二下导轨分别固定在车体上，第一下导轨8安装在门系统入口处，第二下导轨9安装在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2721975 A

4



门扇5打开方向的侧墙处。第一滚轮支架20包括支架2001和第三滚轮2002。

[0026] 所述塞拉门系统还包括电控系统1和气路模块2，所述电控系统1固定在车体上，通

过电缆线分别与承载驱动机构3和压紧锁闭装置的电气开关相连接

[0027] 当门扇5闭合时，电动缸12通过承载小车14、挂架组件15、携门架17带动门扇5沿沿

X方向运动。运动过程中，分布在两端的承载小车14上的上滑道滚轮1502沿上滑道18运动对

门扇5上部两端进行导向及约束，门扇5下方前后两处安装的第一滚轮支架20和第二滚轮支

架19分别沿第一下导轨8和第二下导轨9运动，对门扇5下部进行导向和约束，实现门扇5的

平稳运行；当门扇5关门到位时，单点压紧锁闭装置6动作，推动门扇5及携门架17沿短导柱

1404进行Y向塞拉运动并锁闭，复位弹簧16被压紧，门系统锁闭到位。对照图7，考虑门系统

开度较大，门扇5横向尺寸较大，在门扇5上、下分别装有上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4和下部联

动压紧锁闭装置7，当门扇5锁闭到位后，驱动气缸401拉动拉杆402，拉杆402带动摆杆403运

动，并通过第二滚轮404实现压紧锁闭，将门锁死，上、下联动压紧锁闭装置各有五组摆杆滚

轮，共提供10处约束点，防止门扇5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变形；同时安装在门扇5两侧面的共四

处侧面挡销11与车体入口接触提供门扇5锁闭到位后沿X方向的约束。单点压紧锁闭装置6

布置在车体两侧，对门扇5前档和后档分别提供三点约束；门扇5的前档设置两组隔离锁钩

组件10，用于紧急状况下门系统的隔离锁闭。

[0028] 门扇5开启时，首先上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4和下部联动压紧锁闭装置7松开，单点

压紧锁闭装置6松开，门扇5在重力作用下下部向内回摆，挂架组件15在复位弹簧16的作用

下沿短导柱1404向内运动，并通过携门架17带动门扇5沿Y方向向内运动，同时挂架组件15

的上滑道滚轮1502退回到上滑道18直线段，下方第一滚轮支架20和第二滚轮支架19的第一

滚轮1401进入第一下导轨8和第二下导轨9内，门系统复位至关到位状态，电动缸12动作带

动门扇5沿X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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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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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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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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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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